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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目的及意义

广义的环境行为，是指能够影响生态环境品质或者环境保护的行为。它可以

是正面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如资源回收等；也可以是负面的行为，如浪

费能源等。

本次针对秦岭当地人环境行为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环境行为对于环境保

护的切实意义，通过本次调查还可以深入了解居民对于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以

及秦岭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与环境保护的密切联系，此番调查结果有助于在访谈

中向居民传播生态知识和生态观念，提高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二、调查时间：2021 年 7 月 8 日

三、调查概况

本次调查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展开，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详细调查访问。调

查过程的开展由我们第一组成员在各个区随机选取了不同年龄阶段的 35 名调查

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我们对环境行为进行了操作化测量。划分调查对象的年龄阶

段为 20 岁以下、21-45 岁、45—65 岁以及 65 岁以上，共选取样本 35 人。问卷

以 Hines 等人对环境行为的分类为理论基础，从生态管理行为、消费行为、说服

行为和公民行为这四个方面对环境行为进行操作定义。从消费行为、生态管理行

为、说服行为和公民行为方面分别设置 1个问题，包括购买环保产品、废弃物处

理、谈论环保话题、参与环保活动， 4 个问题的答案选项均以李克特五分法设

置，各问题的选项分值相加就得到环境行为变量的总分值。分值越高，表示环境

行为越积极。

问卷回收以后我们对其进行了数据统计及分析，得出调查如下：环境知识知

晓率对环境行为无显著影响、环境政策知识知晓率对环境行为无显著影响、环境

行为得分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情况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调研结果及分析

本次调查虽然样本数量有限，但很好地体现了环境行为（包括法律行动、政

治行动、消费行动、生态管理、说服）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所在。



环境素养受生态学知识、环境敏感度、控制观、环境问题知识、信念、价值

观、态度、环境行为策略等因素影响；从逻辑结构上环境行为又受环境知识、政

策法规，阶层属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上方面入手，结合本次样本调查结果，

重点普及相关政策法规和环境知识，有效利用居民力量保护秦岭当地生态环境。

1、环境行为的分类

从不同角度思考环境行为会有不同分法。一种分法是将环境行为分为法律行

动，政治行动，消费行动，生态管理，说服。说服是指通过语言劝说人们改变观

念从而采取亲环境的行为；消费指利用经济消费保护环境的行为；生态管理指为

保护或改善生态环境采取的行为；法律行动指修改或完善环境法律或禁止某些环

境行为而采取的法律诉讼活动；政治行动指以游说、投票或竞选等政治活动来影

响政治行为。根据环境行为的研究领域还可分为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私人领域

的环境行为和组织里的环境行为。

2、居民们的环境素养

环境素养包括态度，价值观，信念，环境问题知识，控制观，环境敏感度，

生态学知识，环境行为策略等。我们小组针对不同性别，年龄段，不同层次的收

入和受教育人群对环境知识，环境政策，环境行为进行了操作化测量。根据图表

可得出以下结论：

（1）在环境知识这方面，居民们得分没有明显差异，并且得分普遍偏高，

可见秦岭当地居民环境知识掌握良好，反应出当地居民保护山林的意识较高，自

觉保护野生动物，不乱砍伐山林。耕地方面，能够知道并掌握农药，化肥，塑料

薄膜对土地危害。这也体现出当地居民的价值观念的正确，思想积极，态度端正，

主动响应国家号召，为秦岭的生态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

（2）在环境政策规范方面，居民们得分也没有明显差异，并且普遍较高。

可见居民们对于国家的环境政策掌握良好，并能自觉地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政策。

这也反应了我们国家的普法的全面到位，宣传力度之大，在动员全民保护环境方

面做了很大努力。

（3）在环境行为这方面，居民们得分差异明显，并且得分普遍偏低。这暴

露出在保护环境过程中一个严重的问题，所掌握的环境知识不能很好的运用到实

践中去。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提高居民的实践力，让环境保



护落到实处，还需要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3、生态环境对居民的生活影响

生态环境对居民的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首先，好的生态环境为人们的

生产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对生活质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好的生活居住环境，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心情更加舒畅，

同时使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质的提高。从调查中可以很清楚的体现出，几乎所

有的居民都认为：秦岭生态环境的改变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与以前相比有了很明显

的提高。这也说明了建设生态环境文明任重而道远。其次，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

根治环境危机的痼疾。随着社会工业的进步，逐渐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环境问题，

对居民居住的环境和生活质量有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在对秦岭居民的调查结果中

可以发现：随着秦岭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秦岭生态环境日益变好，居民不再上

山砍柴，不会大量燃烧材木，从而对大气环境的污染直线下降，这也是居民的居

住环境更加适宜。此种行为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大气环境污染的难题。最后，

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态道德文化素质。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秦岭

居民对环境政策和环境行为规范有很多的了解，生态治理和环保观念日益增强，

参与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明显提高，这就使他们的生态环境变好，生活

质量提高，也提高了生态道德文化素质。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对居民生活有很重

要的有利影响。

从调查结果显示可看出，近几年秦岭生态环境对于当地居民生存环境存在较

大改观。从 2020 年左右开始，政府对于秦岭人居环境明显提高重视程度，说明

政府响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加强秦岭生态文明保护工作。鉴于此后发

现的种种，可得人居环境存在的问题依旧不可忽视。

首先是居民对生态保护的思想觉悟不够，通过调查显示，大部分居民对于生

态环境保护问题都有明显的意识，可是沿途中随处可见垃圾乱扔的恶习，给环境

保护工作带来阻碍。其次是某些地区对于环境治理还是不够重视，根据检索显示，

秦岭地区经常会有洪涝灾害、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出现，地质灾害点

甚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威胁了居民的人身安全。人口的

快速增长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粗放式管理对于现在依旧有很严重的影响，大量砍

伐山区林木，浅山区森林植被大不如前，这也很大程度上增多了地质灾害点。根



据社会调查显示，居民的耕地面积明显减少，生活保障质量下降问题严重。秦岭

各区县中的矿山开采问题在近几年尤其严重，破坏植被，污染河流，形成的山体

崩塌和滑坡事故时有发生。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已经深入人心，为了提高环境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

进一步提高居民生存环境质量，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充分意识到环境污染对

人居环境的危害性。首先采取下达政策，政府重视的方针，对于生态环境工作指

明方向。其次，调查生态环境问题，从环境地理位置、政府工作重视程度、居民

思想觉悟三方面进行考量。再次，调查环境受损情况和受损程度，利用物理、化

学、生物等技术修复受损的环境，并开展建立环境重构工程，重塑环境。此外，

还可以采取环境修复政府奖励制度，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环境修复积极性。

4、影响环境行为的因素

（1）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通过此次的调查研究发现，该地的居民对环境知识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了

解。大多数的居民可以清楚的知道那些行为是对生态环境的建设有利的，哪些行

为是不利的。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不同年龄以及不同学历的人对于环境知识的

认识是不同的。年轻人大多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环境保护的知识的了解更加的

通透全面;老年人的文化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有一些是小学教育，大多数是文

盲或半文盲，对于环境知识的了解都是从别人的交谈中知晓，有一些不常见的环

境问题没有明确的判断能力。通过和这些居民的交流中得知，最近几年政府对环

境知识普及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不定期的召开一些学习环境知识的会议，居民

对环境知识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村民了解到更多的环境知识后，环境保护的意

识增强，人们的环境行为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人们去超市会自带口袋，平时的

生活垃圾也会扔进垃圾箱，而不是随手丢弃，看到有人倒垃圾时也会主动的去制

止。在当地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当地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

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2）政策法规对于环境行为的影响：

2017 年修订后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正式实行。该条例建

立联合执法机制、共同做好秦岭保护工作，明确划定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

适度开发区范围，有效地保护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该条例详细的规定了哪些行



为是被禁止的。该条例的颁布使秦岭生态保护具有了更大的威慑力，也是环境保

护工作的强大的后盾。该条例的颁布，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了道德上和法律

上的双重保障。政策法规对于环境行为作出了明确的限制，规定了哪些事情可以

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对当地居民的环境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条例施行

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更加明显的成效。

（3）阶级属性

研究所采用数据来源宁陕县当地居民，数据涉及居民的阶级属性部分（教育

程度、收入状况）如下表 1。数据分布基本符合当地社会状况，数据具备有效性。

表 1.居民样本描述性统计表

对于居民的环境行为，从消费行为、生态管理行为、说服行为和公民行为设

置四个维度，每个维度以李克特五分法进行赋分，得到如下数据模型。

表 2.模型变量定义及赋值

表 3、4显示了方差齐性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莱文方差齐性检验的显著性

分别为 0.229 和 0.986，大于显著水平 0.05，因此基本可以认为样本数据之间的

方差是齐性的。

表3.教育程度与环境行为方差齐性检验

方差齐性检验

环境行为

莱文统

计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显著性



表 4.收入状况与环境行为方差齐性检验

表 5、6显示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显著性分别是 0.117

和 0.497，均大于显著水平 0.05，因此认为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对环境行为均不

存在显著影响。

表5.教育程度与环境行为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ANOVA

环境行为

平方和

自由

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

间

（组合） 53.146 3 17.71

5

2.130 .117

线性

项

未加

权

7.951 1 7.951 .956 .336

加权 1.313 1 1.313 .158 .694

偏差 51.834 2 25.91

7

3.116 .058

组内 257.82

5

31 8.317

总计 310.97

1

34

表6.收入水平与环境行为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1.521 3 31 .229

方差齐性检验

环境行为

莱文统

计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显著性

.048 3 31 .986

ANOVA

环境行为

平方和

自由

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 （组合） 22.646 3 7.549 .812 .497



通

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并没有对居民的环境行为产生明显影

响，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仅仅依靠扶贫等经济行为并不能改变居民的环境行

为。

然而在表 7关于教育程度与环境行为的平均值图中，可以发现教育程度在达

到中学之上时，居民环境行为得分会出现极其显著的提升。这意味着在教育过程

中，可能会有处于中学之上的某一阶段中，突然对居民环境行为起到显著影响。

那么当居民整体的教育程度提升到某一高度后，仍然会正向影响到其环境行为。

而这一影响存在较高的门槛，该门槛出现在高中之上的教育进程中。

表 7.多重比较结果

间 线性

项

未加

权

9.856 1 9.856 1.060 .311

加权 15.471 1 15.47

1

1.663 .207

偏差 7.175 2 3.587 .386 .683

组内 288.32

5

31 9.301

总计 310.97

1

34



五、结论

秦岭的科学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号召。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上升

到人类文明形态的高度,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把生态

文明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根本大计”；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们党贯

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政治责任,提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

重大政治问题”,“全党上下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把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提出我们的人民期待

“更优美的环境”,“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重要

内容,提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建设“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秦岭的科学发展，也离不开每一位秦岭

人。坚定的跟党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这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要做到知行

合一，将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的意识牢记于心，并且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中积极践行。

因此，国家层面要真抓实干，掌握准确情况，制定科学可行的政策法规；公民层

面做到积极响应，贯彻或是，绝不搞形式主义。唯有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我们才

能真正守护住秦岭的未来。

附录

数据分析：

环境知识知晓率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

系数

t
显著

性B
标准

错误 贝塔

1 （常量） 9.064 3.136 2.890 .007
环境知识知

晓率
4.342 3.439 .215 1.263 .216

F 1.594
p 0.216

调整 R 方 0.017
a. 因变量：环境行为

从上表可知，以环境知识知晓率为自变量，以环境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经检验 F=1.594，显著 P＞0.05水平，因此回归模型不显著，模型不成立。

环境政策知识知晓率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

系数

t
显著

性B
标准

错误 贝塔

1 （常量） 6.578 3.399 1.935 .062
环境政策知识

知晓率
7.183 3.778 .314 1.901 .066

F 3.616
p 0.066

调整 R 方 0.071
a. 因变量：环境行为

从上表可知，以环境政策知识知晓率为自变量，以环境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经检验 F=3.616，显著 P＞0.05水平，因此回归模型不显著，模型不成

立。

环境行为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M±SD）
变量 分类 M±SD t/F P
性别 男（20） 13.35±2.978 0.852 0.401

女（15） 12.47±3.114
年龄 20岁以下（2） 8.50±2.121 2.719 0.061

21-45 岁（10） 14.00±2.828
45-65 岁（18） 12.50±3.034
65岁以上（5） 14.40±1.817

受教育

程度

文盲（5） 14.40±1.949 2.130 0.117
小学（8） 12.88±3.399
中学（20） 12.25±2.900

大专及大学本科

以上（2）
17.00±1.414

收入情

况

收入比较高 前

20% 14.00±3.464
0.812 0.497

收入中等

21%-50% 14.11±2.848

收入一般

51%-70% 12.36±3.104

收入较低 70%
以下

12.44±3.046

从上表可知男生的环境行为得分均值为 13.35，女生的环境行为得分为

12.47，经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后的检验量 t 值为 0.852，显著性 p 值为 0.401＞0.05，
所以环境行为得分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类推，环境行为得分在年龄、

受教育程度、收入情况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